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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52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莱士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0 

 

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

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刘峥 邱宏 

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

电话 021-22130888-217 021-22130888-217 

电子信箱 raas@raas-corp.com raas@raas-corp.com 

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755,724,588.09 1,309,311,248.48 34.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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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910,429,461.76 696,718,848.23 30.6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924,079,257.01 710,338,364.39 30.09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571,392,608.76 547,374,618.81 4.39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5 0.113 19.47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35 0.113 19.47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.57% 3.37% 上升 0.20 个百分点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26,535,519,271.28 25,493,798,616.93 4.0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25,736,211,965.32 25,122,780,033.73 2.44% 

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,290 

报告期末表决权

恢复的优先股股

东总数（如有） 
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Grifols, S.A. 境外法人 26.20% 1,766,165,808 1,766,165,808 - - 

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.66% 1,325,282,341 0 
质押 1,306,729,252 

冻结 1,324,747,441 

RAAS CHINA LIMITED 境外法人 9.40% 633,611,853 0 
质押 622,371,274 

冻结 633,611,853 

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.57% 307,898,810 0 - -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.38% 93,211,598 0 - - 

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境内非国有法人 1.38% 93,036,314 0 
质押 92,553,044 

冻结 93,036,314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.24% 83,395,790 0 - - 

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－华鑫信托·永

鑫 6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其他 0.91% 61,290,000 0 - - 

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－财富成长一期

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其他 0.89% 60,000,000 0 - - 

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.83% 55,912,900 0 
质押 19,996,077 

冻结 34,241,222 

上述股东关

联关系或一

致行动的说

明 

公司向前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进行了书面核实，截至目前，公司收到了 4 名股东【科瑞天

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“科瑞天诚”）、RAAS CHINA LIMITED（“莱士中国”）、Grifols,S,A、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

资有限公司（“新疆华建”）】的书面回函。核实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，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；科瑞天诚担任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“科瑞金鼎”）普通合伙人；除前述关联关系外，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也不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2、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，Grifols,S.A.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Grifols,S.A.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

不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3、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，新疆华建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4、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、控股股东莱士中国、Grifols,S.A.、新疆华建外的其他前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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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除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、控股股东莱士中国、

Grifols,S.A、新疆华建外的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

券业务股东

情况说明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科瑞天诚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34,900 股股份，

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,324,747,441 股股份，合计持有公司 1,325,282,341 股股份。 

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 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 

三、重要事项 

详见公司《2021 年半年度报告》全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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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陈杰 

 

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

 

 


